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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勞工新聞 亞視欠薪居首
3「假期」議題上榜 工聯促盡快統一紅假增侍產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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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十大勞工新聞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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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亞洲電視拖欠薪金

政府年底退保諮詢討論強
積金對沖

女僱主虐打Erwiana罪成

最低工資增至$32.5

DSC德爾斯全線結業及
欠薪

扶貧委員會「全民」退保
變「不論貧富」

爭取統一公眾與法定假期
17天

3天男士侍產假生效

9月3日抗日戰爭勝利70
周年紀念日特別假期

關注車房爆炸事件

票數

586

463

450

437

423

410

397

386

351

312

比率

77%

61%

59%

57%

56%

54%

52%

51%

46%

41%

活動於今年1月8日至2月5日舉行，市民可透過網上及實體表格投
票，從30則候選新聞中選出心目中的十大新聞，最終共收集到762

份投票表格。根據投票結果（見表），最多人關心的議題是「假期」，佔
三個席位；有關「欠薪」新聞佔兩個席位；有關「退休保障」佔兩個席
位；「最低工資」佔一席位；其餘是關注外傭在港工作受虐及工業爆炸意
外事故。

郭偉強倡簡化申破欠程序
郭偉強表示，今次是工聯會「破天荒」舉辦勞工新聞選舉，旨在提升全

港市民對勞工事務的關注。他引述投票結果指出，普羅市民十分關注欠薪
事件，他過去經常協助員工申請破欠基金款項追討欠薪，然而過程非常繁
複，進度亦取決於僱主是否合作，建議簡化破欠申請程序至只要員工有足
夠證據顯示僱主屬「資不抵債」，便符合申請條件，又建議提升員工受保
範圍。

唐賡堯：股東欠薪應負第一責任
工聯會權委主任唐賡堯指出，欠薪負責人過去大多數罰款了事，令社會

誤以為「欠薪不易被監禁」。他認為，股東於欠薪刑事檢控中應負上第一
責任，建議訂明曾有欠薪刑事記錄的股東及其投資的公司，3年內不可再參
與任何政府或政府資助機構服務的投標。

鄧家彪：改革積金不應再拖
至於遣散費和長服金對沖強積金供款的制度，工聯會指會進一步削走員

工辛勤工作成果，務必取消。鄧家彪指出，社會上對取消對沖一事的共識
頗強，政府不可以避開，加上強積金戶口已經常「見紅」，社會對此支柱
已沒大信心，改革強積金一事不應再拖。
打工仔亦非常關心「假期」，工聯會一直爭取統一假期至17天。鄧家彪
指出，全港約有40%、逾85萬名打工仔只能放取12天勞工假，「同是打工
仔一族，卻不同假期待遇，並不公平」，希望政府盡快統一，「逐年增加
一天，也算是起步」。另外，他們要求政府兌現承諾，於今年內完成檢討
男士侍產假，把3天假期增至7天。

蔡金華籲設中央職保基金
職安委主任蔡金華指出，十大新聞中的「印傭被虐打」及「車房爆炸事

件」都與職業安全有關，他說前者雖屬個別事件，但不容忽視打工仔工作
時會遇上暴力，過去也有職業司機及護士開工期間被襲擊，倡議政府成立
中央職業保險補償基金，以保障打工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勞

工新聞與社會上每名打工仔以至商

家均有貼身關係。由工聯會權益委

員會與工聯會職業安全健康委員會

主辦，文匯報、工聯會勞工界立法

會議員郭偉強及鄧家彪協辦的首屆

「2015年十大勞工新聞選舉」昨日

公佈結果，「亞洲電視拖欠薪金」

以近80%票數成為市民心目中最關

注的勞工新聞，第二及第三分別是

「退保諮詢討論強積金對沖」和

「女僱主虐打Erwiana罪成」；十大

新聞中有三宗與「假期」有關。

勞工界一直爭取的標
準工時得票，在今次勞
工新聞選舉中竟「十大
不入」。工聯會勞工界

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解釋，標準工時委
員會過去已討論長達近3年，令市民
開始「冷處理」。他批評， 資方違反
當初同意以立法方式處理標準工時的
共識，令制定標準工時一事被拖拉，
勞方將於 4 月中自行舉行諮詢會討
論。

郭偉強估計，標準工時議題在委員
會中已被拖拉3年，市民或誤以為事
件既然已在委員會中一直商議，等同
有進展，「傾到打工仔女都麻木了，
不知傾了什麼，又不知有什麼進度，

開始用『冷處理』方式回應。」
他批評資方出爾反爾，違反當初同意

以立法方式處理標準工時的「3．18共
識」，加上特區政府未有以清晰態度處
理，令制定標準工時一事仍被拖拉，「委
員會到現時仍沒有進展。」

4月開「武林大會」自行討論
標準工時委員會現正進行第二輪諮

詢，勞方代表表明杯葛。郭偉強表
示，4月中會由勞顧會6名勞方代表
加上立法會3名勞工界議員召開俗稱
「武林大會」的諮詢簡介會，向各工
會交代情況及了解他們的看法。他又
透露，收到消息指，標準工時委員會
將延長任期3個月。 ■記者 陳敏婷

郭偉強：「標時」拖拉3年變冷
�� ��

■左起：蔡金華、鄧家彪、郭偉強、唐賡堯。 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16間公立急症醫院求診
人數高企不下，內科病床使用率持續爆滿。公共醫療醫
生協會會長陳沛然昨日出席電台及電視節目時指出，本
港醫療需求隨着人口老化日益增加，難以只靠公營醫療
服務應付需求，促請盡快推行自願醫保解決問題，但對
計劃討論進度緩慢感到失望。另外，香港護士協會計劃
最快於下周與醫管局開會，商討公立醫院具體人手安
排。
陳沛然表示，近日公立醫院病床爆滿情況雖已回落，

但仍維持100%以上，個別醫院超負荷情況嚴重，有病人
需要等待兩三天才獲安排上病房。他相信，病房使用率
下降至80%時，才有足夠病床接收晚上的新症病人，不
過預料隨着天氣轉變，求診人數將再度回升。他指出，
各醫院每逢流感高峰期均出現超負荷情況，促請醫管局
了解各醫院困難，針對性解決問題，以及盡早制定流感
高峰期人手資源調配安排。
陳沛然不認同醫管局減少非緊急服務的做法，認為對

正在等候的病人造成不便，且影響手術科醫生未來診斷
安排，坦言局方宜謹慎三思再實行。對於有指醫管局經
常性開支削減2.5億元一事，他明白政府有財政困難，但
本港人口老化，醫療需要日益增加，僅靠公營醫療服務
難以應付需求，促請盡快推行自願醫保，但對計劃討論
進度緩慢感到失望。

李國麟盼醫局正視訴求振士氣
另外，香港護士協會日前於報章刊登全版廣告，要求

政府及醫管局盡快推出紓緩措施，減輕前線護士工作壓
力。出席同一電台節目的香港護士協會主席、立法會衛
生服務界議員李國麟希望，醫管局正視協會訴求及建
議，以提高前線醫護人員士氣。協會現與該局擬定舉行
會議日期，期望於下周或復活節後開會商討具體人手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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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慧敏）紀律部隊「鐵飯
碗」又請人，懲教署將於本月29日至4月11日招聘
240名二級懲教助理，起薪點由1.78萬元至1.88萬
元，最低學歷為中五畢業，預計9月至10月受訓。
不過，去年7月招聘同樣職位時，僅三成人通過體
能測試，署方表示投考者多因準備不足而失敗。

招聘需5個月 下半年訓練23周
二級懲教助理起薪點介乎17,835元至 18,895
元，視乎學歷而定，體能測試包括仰臥起坐、穿
梭跑、俯撐取放、立地向上直跳及800米跑，申請
人通過體能測試後，再經小組面試、能力傾向及
基本法測試，最後個人面試，整個招聘程序需時
約5個月，預料下半年進行23星期訓練。
懲教署助理署長（人力資源）伍秀慧指出，去

年7月共有近5,000人投考二級懲教助理，當中只
有1,500人通過體能測試，失敗原因多是鍛煉不足
及動作不合規格，建議申請人事前做足準備。

面試重時事 不問政治取向
她又表示，個人面試重視時事及申請人對懲教
署的認識及動向，但不會問及申請人政治取向，
希望能招聘有熱誠及認同署方工作理念的人。
伍秀慧表示，近幾年是人手流失高峰期，平均

每年約200多名員工離職，特別是二級懲教助理流
失率較高，主因是退休及職員個人選擇，因此需
要舉辦招聘活動填補人手空缺。她續指，獄中工

作不容易，職員需要有心理準備適應監獄內高度
保安及紀律環境，但不會因流失率高而放寬面試
標準。
懲教署補充指，二級懲教助理的體能測試合格

率由2013年20%上升至去年31%。而過去3年共
流失869名職員，每年平均約170名職員退休及
120名職員離職，當中二級懲教助理每年平均流失

約230人。
為配合「欣賞香港」活動，赤柱職員訓練院及

香港懲教博物館昨日舉辦「懲繫香江、欣賞我
家」活動，開放給逾1,200名中學生、慈善服務團
體成員及長者，並有警衛犬隊、步操表演及戰術
示範，當中緊急應變隊及即將成立的區域應變隊
示範如何制服在囚者騷動。

■伍秀慧指出，去年7月共有
近 5,000 人投考二級懲教助
理。 鄺慧敏 攝

■懲教署緊急應變隊及即將成立的區域應變隊示範如何制服在囚者
騷動。 鄺慧敏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不少
新來港人士苦於語言不通，需要協助
才能融入香港社會。新家園協會昨日
舉行「新來港人士服務嘉年華暨大使
嘉許禮」，表揚在「新來港大使計
劃」中，服務新來港人士的義工。有
本身是新來港人士的義工表示，語言
不通是首要困難，更有個案在上水
「反水貨」事件期間，擔心遭受歧視
而不敢出門。
大使計劃今年家訪6,300多次，關懷

大使及義工多達600人，培訓、工作
坊、展覽等活動參與人次多達1萬。今
年38歲的陳燕群，10年前帶同一對孿
生子女由廣東惠州來港與丈夫團聚。
她坦言，言語不通是新來港人士首

要困難，「好多人怕人笑，唔敢講、
唔敢出來」，來自其他省份的新來港
人士就更「膽怯」。

憂遭「反水貨」歧視怕出門
陳燕群後來經朋友介紹，接觸新家

園協會，參與不同活動及做義工，逐
漸擴闊社交圈子，融入香港社會，目
前更在沙田婦女會擔任助理程序幹
事。她憶述，曾服務過居於上水的新

來港人士，有個案不懂說粵語，「反
水貨」事件期間，因為擔心遭受歧視
而不敢出門。她希望透過義務工作，
例如帶新來港人士認識新朋友，協助
他們踏出第一步，融入香港社會。
獲頒計劃「星級」大使的陳康會，7

年前由貴州來港與丈夫團聚。她表
示，初來港時不諳粵語，與夫家上下
難以溝通。她透過電視劇學習粵語，
後來在親戚店裡工作，也因為口音備
受客人歧視。
她憶述，當時未認識新家園協會這

類機構，遇有不快只會「屈喺心
上」，及後經朋友介紹認識協會，懂
得找社工傾訴，又在協會做義工和參
加聯誼活動，「比以前開心好多」。

來港建新家園 最忌言語不通

■陳燕群
岑志剛 攝

■陳康會
岑志剛 攝

天文台開放日提醒 復活節「寒衣勿入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

全球面臨極端天氣威脅。天文台昨
日起連續兩天舉行開放日，讓市民
實地了解天文台工作，與專業氣象
人員交談。天文台台長岑智明表
示，今年主題針對極端天氣，希望
透過開放日提醒市民節能減排，又
提醒復活節氣溫會再急降至12度
至 13 度，呼籲「寒衣唔好入
櫳」。天文台表示，昨日有超過
6,000人次參觀，與去年開放日首
天相若。
早上11時許，天文台彌敦道入口
處斜路，已有百多名市民帶同小朋
友排隊。排首位的趙先生早上10時
許開始排隊，坦言一直想帶兒子前
來參觀，但時間未能遷就，當時兒
子表現興奮，更高呼「希望成為天
文學家。」
天文台開放日是「欣賞香港」活
動亮點項目之一，今年以「更熱、
更乾、更多雨．面對將來」為主
題。天文台台長岑智明表示，近年
極端天氣增加，全球錄得有史以來
最高氣溫，去年巴黎聯合國氣候峰
會達成協議，要求各國加強減排，

將世紀末升溫控制在攝氏2度以
內，但至今已錄得1.5度升幅，部
分本應水源充沛的地區更出現嚴重
乾旱情況，希望藉開放日提醒市民
節能減排，以應對氣候變化。
他又說，預測復活節本港氣溫會

再急降至12度至13度，建議市民
「寒衣唔好入櫳」。
首次帶兒子參觀天文台的張太表

示，希望認識天文台工作，了解地
球氣候變化，「冬天凍得太離譜，
應該春天嘅時候就咁凍。」
小五學生曾樂晴表示，今次是第

二次到天文台參觀，他對氣象和颱
風有興趣，常看有關課外書，因此
跟隨母親前來參觀。

小朋友化身「天氣先生小姐」
開放日免費入場，天文台會實施

人流管制措施。台長在今日上午
10時至下午1時現身與市民合照，
下午4時舉辦簽名會。早上10時半
至下午2時半，每小時會有天文台
科學主任報告天氣及講解氣象知
識。小朋友可扮演「天氣先生小
姐」，體驗報告天氣工作。

■小朋友扮演「天氣先生」。 岑志剛 攝

■排首位的趙先生。 岑志剛 攝

■市民可近距離看到溫度
表棚、暑熱指數測量系統
等氣候觀測設備。

岑志剛 攝


